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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METAX GROUP是一家註冊於開曼的國際化金融科技集團，旨在借助全球最新穎的科技—
區塊鏈加密技術，結合多元化、創新的金融新模式，以全新的組織形勢和金融生態，為所有
民眾提供最具價值的普惠金融服務。

METAX GROUP擁有全球頂尖的加密技術團隊，他們是伴隨著區塊鏈加密技術成長的初級
大咖，為整個集團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METAX 也有精通量化交易、來自高盛、摩
根大通、World Quant等國際一線量化基金的核心金融團隊，在加拿大、矽谷、香港、倫敦擁
有超���名交易員和技術團隊，與全球期貨市場頂級對沖基金深度合作，有最智能化的
PAMM跟單系統，能夠為用戶提供最優質的資產增值服務，實現用戶和生態的雙閉環。

未來，Metax將以全球新的金融科技，帶動集團旗下各大板塊DAO、元宇宙、公鏈、交易所、數
字資產管理、錢包、DeFi等生態的發展，最終構建一個覆蓋全球、有序無界、公開透明、多元
化的金融生態體系。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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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背景

�.� DeFi 

DeFi（去中心化金融），指在ETH、BSC、Heco貨幣生態鏈等區塊鏈底層系統上運行的金融
行為。DeFi概念於����-����年開始興起，����-����年各種去中心化借貸等DeFi項目逐
漸上線，����年比特幣牛市吸引市場註意力後開始廣泛流行。DeFi鎖倉量在����年�月�日
突破���億美元，在DeFi網絡中的數字資產存量突破����億美元，約占數字貨幣整體體量
的�%，且有進一步加速的趨勢。

DeFi是一種冉冉升起的新興加密貨幣創新，它打破了銀行和邊界的桎梏，創造了全新的互
聯網原生全球金融生態系統。自����年MakerDAO推出以來，眾多DeFi應用如雨後春筍般，
遍及各大銀行部門。經過幾年的技術叠代後，����年成為DeFi發現產品市場契合點並真正
起飛的一年。DeFi中的頭部合約價值從不到��億美元上升到今天接近���億美元。DeFi的
價值創造在各個領域都有所不同，到目前為止，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和借貸平臺占據了主導
的增長份額。隨著技術的成熟，該領域的其他部分將持續發展。

DeFi正在迅速達到一個臨界點，新生的協議生態系統開始與現有的金融服務競爭。值得註
意的是DeFi令人嘆為觀止的增長速度，DeFi的資產現在的價值占標準普爾���指數金融服
務部門�.�萬億美元市值的�.�%以上，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上升了��倍。DeFi仍有巨大潛
力通過吸收傳統金融業的份額實現增長，並在價值近�萬億美元的加密經濟中增加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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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去中心化交易所）

DEX，全稱Decentralized exchange（去中心化交易所）,DeFi的基礎應用，是一個基於區塊
鏈的交易所，它不將用戶資金和個人數據存儲在服務器上，而只是作為一種基礎設施來匹
配希望買賣數字資產的買家和賣家。在匹配引擎的幫助下，這種交易直接發生在參與者(點
對點)之間。

DEX不同於CEX（中心化交易所）。從資產安全角度，CEX錢包存放著所有用戶的資金，由於
資金量龐大，很容易招來黑客的攻擊，一旦出現問題幾乎所有用戶都要遭受損失；在DEX平
臺中，用戶的資產不是由平臺方來管存，而是由智能合約來管理。交易時平臺方不觸碰用戶
資產，用戶的資產也無需充值到平臺中，用戶的交易操作都是點對點的交易，訂單操作需要
交易者用私鑰簽名，撮合成功後通過智能合約驗證，資產直接到賬錢包，無需提現，平臺只
負責交易流動。

從資產控製權角度。在CEX中，用戶資產將由平臺掌控，用戶需要將自己的資產充值到交易
平臺的錢包。中心化交易平臺的資產托管功能，就像銀行一樣，用戶把錢存在銀行，銀行給
用戶一個賬號，記錄用戶資金情況，銀行對用戶的資金有絕對的控製權；在DEX，用戶的資產
完全由自己掌控。DEX並不提供資金托管服務，所以也就無法控製、轉移用戶的資金。

從交易速度角度。在CEX中，由於交易數據不上鏈，所以只要有匹配的對手單，成交速度極快
；DEX則是完全由區塊鏈支持的，每一個交易訂單，每一個狀態的變化都將作為交易記錄在
區塊鏈網絡中，往往會導致流動性差、成本高、速度慢等問題。

DEX相對於CEX有明顯的安全優勢，能夠大幅降低人為因素導致的各種風險，不過目前底層
公鏈的性能嚴重製約DEX的發展，導致用戶體驗遠低於CEX。但隨著DeFi項目逐漸活躍，市
場上各類去中心化交易所正不斷突破，試圖多的市場份額。DEX和CEX的競爭不僅僅只是技
術的競爭，更多的是經濟模式、高性能的競爭。



�.� 主要存在問題

�.� 解決方案

盡管加密貨幣在金融界很
受歡迎，但是加密貨幣市場
還沒有成為主流。為了尋找
新產品，用戶花費大量時間
探索該領域的流程及其細
節。交易速度、風險管理的
缺乏以及用戶不良體驗，都
阻止新用戶加入DeFi領域
並實現利潤的最大化。

伴隨著DeFi高速發展的一
直是各類安全事件，在代碼
即規則的世界中，尤其是涉
及資金的金融領域，一個不
小心或者不嚴謹就會引來
大量黑客的光顧，代幣被盜

、濫用漏洞已經成為DeFi必
須要面對的問題。安全事件
頻出的背後，是基礎設施不
完善以及DeFi處於早期階
段的典型癥狀。

DeFi市場是一個有風險的
創收系統，很多產品僅僅關
註到如何短期盈利，卻忽視
了平臺的長久發展，從而導
致很多項目周期短，用戶虧
損風險極高。因此一個能夠
持續造血的生態對於DeFi
來說至關重要。

大多數區塊鏈項目之所以
被公眾懷疑，大部分是因為
沒有任何穩定基礎，在原有
基 礎 上 架 構 一 個 皮 而 已。
METAX會構建一條自有超
級公鏈，為整個體系搭建基
礎，未來錢包、交易所、元宇
宙等應用都將基於這一公
鏈開發運行，平臺交易速度

、產品應用大幅度提升。

METAX集團內應用DAO去
中心化自治組織，所有項目
的開發應用及運行都遵循
去中心化原則，最大程度保
障用戶資金安全，避免中心
化平臺所帶來的的技術漏
洞及安全隱患。

METAX的可持續商業生態
圈以公鏈為基礎，以用戶為
核心，僅僅圍繞用戶開發各
類應用，打造錢包、交易所、
DAO、DeFi、量化基金、數字
資產管理等多元化應用服
務，不斷活化用戶的需求及
滿足度，通過平臺通證MTT
的激勵機製吸引用戶積極
參與，打造循環經濟體系。

性能
應用難

安全
問題

缺乏
生態

穩定
底層系統

去中心化
運行

可持續
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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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X集團

�.� METAX GROUP

METAX集團是全球科技金融領域領先的綜合服務商，是一家專註於科技金融、商業拓展及
全球數字資產配置的國際性集團，是全球最大的投資管理企業之一。METAX秉承「科技賦能
金融，金融推動生態」的可持續經營戰略，以頂尖科技金融交易團隊和創新整合的業務模式

，帶領全球用戶享受普惠金融的紅利，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

METAX是一個開放的分布式、去中心化綜合Defi+DAO+Metaverse生態體系，有著多樣性的
金融場景，通過MTX交易所生態體系進行相互協同，構建以公有鏈、分布式金融基礎設施、
金融服務協議等於一體的綜合性服務平臺，擁有交易所、公鏈、DAO、DeFi、錢包、量化基金、
數字資產管理等多個生態環節搭建而成的一個去中心化加密貨幣生態體系，為用戶操供一
個全面、安全、高效以及自由的金融生態平臺。

METAX順應「區塊鏈+」時代發展大勢，構建實用公共區塊鏈生態系統地完整解決方案，具有
高擴展性、有效的安全性、可靠性、分散性和開發多種應用程序類型的靈活性。METAX基於
專用的基礎協議化框架設計，中間層智能合同執行和上層功能體系結構實施，使區塊鏈技
術在真正的大規模金融應用中取得成功。

METAX旨在設計一個未來的分布式金融基礎設施，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完成不同區塊鏈網絡
的連接及價值交換。我們堅信我們能夠創建一個不再依賴於中心化方式的金融系統，多元
類型的資產能夠在不同鏈上自由流轉。

MTA公鏈：高性能區塊鏈網絡
一個穩定且功能強大的公鏈是構建所有區塊鏈金融應用的基礎，MTA公
鏈構建輕量化區塊鏈網絡，以主鏈、應用鏈、EVM、跨鏈為基礎，支撐全鏈
應用及生態的構建及運行，是元宇宙的基礎。

· 底層系統：未來構建元宇宙的底層網絡
· 多鏈生態：元宇宙內提供更多產品
· 分布式網絡：保存數據永久性



METAX集團

METAX DAO：元宇宙自治體系
METAX DAO的優勢在於其全球性、無需許可以及去中心化的性質，它通
過區塊鏈技術解決了人與人之間信任的問題，真正能做到「Code is law
」（代碼及法律），每一行協議的運行都嚴格遵照代碼，不可篡改。METAX 
DAO負責整個METAX集團及生態系統的治理及運行。

· 構建無界金融生態
· METAX的運營及發展
· 支持其他商業體

MTA元宇宙：超脫現實的虛擬世界
MTA元宇宙，一個無限接近現實世界甚至超脫於現實世界之上的虛擬世
界的誕生，需要的是技術的不斷進步，更需要更多的組織及個體參與其
中，公鏈及DAO的建成提供了MTA元宇宙發展的基礎，它的發展上限充
滿各種可能。

· 更公平、更平等、更公正 · 更智能化、更創造性
· 更便利性、更自由化 · 更數字化、更安全化

METAX錢包：元宇宙入口
METAX錢包是完全去中心化的數字資產錢包，建立在公鏈基礎之上，可
以無縫鏈接全球主流資產，通過錢包一鍵交易支付，安全可靠值得信賴

。同時錢包賬戶也是個人匿名賬號，是進入MTA元宇宙的基本入口之一。
· 交易支付 · 商家支付串接
· 多鏈資產管理 · 多元DApp連接

MTX交易所：資產量化管理
數字資產服務支持各方之間的各種結算，提供直接的人與人之間交易，
來自不同國家的機構或個人可以購買、出售、交換其他數字貨幣或法幣

（如美元或歐元）。它的交易界面就像一般股市買賣一般，有K線圖、技術
分析界面，也能掛買賣預約單，和股市操作手法相似，上手容易。

· 跨境自由交易 · 主流幣種兌換
· 投資DeFi理財



METAX集團

MTT：交易所平臺通證
MTT是兼具流通性和價值型的通證，具備BTC、ETH、FIL三個幣種的優
勢。MTT既是交易所的平臺幣，也是METAX集團內部生態的通證，的未
來MTA元宇宙、METAX金融生態所有應用、交易支付等都需要使用MTT

，MTT是唯一的流通通證，是構建整個生態的核心價值流通介質，價值比
肩美元、黃金。

數字資產管理
管理用戶的數字資產，促進全球範圍內價值資產的快速流轉，在流通中
創造新的價值。傳統銀行資產在交易過程中不僅充滿風險，還需支付各
項中介費。在MTT平臺，資產上鏈後如果想要將資產所有權進行轉移，直
接在區塊鏈上交易全權即可，方便快捷，安全且有保障。

· 鏈上資產管理 ·  資產上鏈
· 一鍵鏈接全球資產

量化基金
MTX可信區塊鏈打造的量化投資產品，兼容全球主流平臺、全自動交易、
通過核心智能技術+核心算法的全自動智能交易系統。

· 兼容主流平臺 · 全自動交易
· 智能匹配產品

DeFi
開發多元化金融DeFi，主要在於活躍平臺內用戶，讓更多人認可MTX交
易所，為METAX全球商業金融體系的發展提供助力。

要實現「構建有序無界的全球商業世界」這一偉大目標，離不開一個多元化的商業應用生態
、強大的造血功能體系及因此而來的金融商業生態圈。一個強大多元且不斷豐富的商業應
用體系是金融體系發展的基礎，MTT從商業應用場景出發，用區塊鏈技術革新傳統經濟模
式，實現互聯網時代向區塊鏈時代的快速轉化，最終構建全球首個真正意義上的元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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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X交易所：多元化金融服務

METAX的核心是MTX交易所提供的多元化金融交易。MTX交易所為全球數字資產交易用戶
打造管理、交易、投資等一站式金融服務，包括智能化PAMM跟單系統、專業化跟單團隊、多
元化DeFi產品等在內的交易生態價值閉環。此外，MTX交易所還以社區力量為基礎，以用戶
利益為根本，逐步過渡到全球社區完全自治型的區塊鏈數字資產融通生態，與社區和用戶
實現共享、共有、共治：

擁有全球頂級
的金融監管，保
障資金安全，讓
用戶放心托管

資金

優秀的歷史業
績收益率在全

球領先，客戶收
益率遙遙領先

行業首創資金
隔離信托、支票

，由合作銀行或
信托為vip客
戶的資金保駕

護航

頂尖量化團隊
匯聚全球精英，
高級顧問提供

策略服務

透明的操盤
Pamm系統，
交易過程全

可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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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信賴

MTX交易所擁有美國、開曼两大金融牌照，受國際金融監管，安全有保障。此外，平臺采用先
進的網絡、應用、主機、數據的多層次系統結構。網絡層防止DDoS攻擊，應用層提供基礎防
護，主機層可有效防止暴力破解，數據層提供加密服務，以此來保障終端用戶的操作體驗和
財產安全。流量入口通過負載均衡實現穩定性，網關層通過對多組機器的負載均衡監控和
自主監控，當有業務發布時，通過負載均衡對腳本的監控，對一些機器做下線操作，當服務
上線再將流量導通到這些機器上，做到流量熱遷移；業務層通過服務模塊化，當業務量壓力
增加時，可以采用動態加機做到高穩定性。

多層架構的設計大幅提高了系統的性能、安全性、穩定性和擴展性。功能部署、版本更新無
需停機進行，最大限度保障終端用戶的操作體驗。

高交易性能
MTX平臺的交易系統采用分布式並行技術，可隨著交易量的增加而做到隨時擴展。具體操
作為前端通過負載均衡將流量引入，根據不同的業務對負載均衡進行拆分，對不同的業務
流量，調用不同的負載均衡，盡可能使得不同的業務各自可進行擴容。同時，流量入口可動
態配置，當一個負載均衡無法承受流量壓力時，後續的流量會轉移到其他負載均衡上，做到
動態擴展，通過雲服務器搭建的網關集群和業務集群可實現平行擴展和熱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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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PAMM跟單系統

MTX平臺策略核心團隊來自高盛、摩根大通、World Quant等國際一線量化基金，在加拿大、
矽谷、香港、倫敦擁有超���名交易員和技術團隊，並且與中國期貨市場頂級對沖基金深度
合作。智能化、專業化PAMM系統能夠讓用戶收獲最佳跟單交易服務，從此告別��小時盯盤，
輕輕松松跟單即可獲取收益

多元化金融服務
除了支持普通的幣幣交易、跟單交易之外，後期，在政策允許的條件下，MTX將在部分地區
上線杠桿交易以及期貨交易功能，還支持做空機製，方便投資者以對沖的方式實現加密貨
幣資產的保值與增值，以便實現多樣性。

MTX平臺目前支持中英文雙語，後期會漸漸地加入包括日、韓、俄等其他國家語言，走向國
際化，向專註於建立最值得信賴的全球性數字資產交易平臺願景努力。

�.� MTA高性能公鏈

MTA公鏈主打高性能公鏈，助力於區塊鏈應用開發及商業落地應用，是能為分布式DAPP提
供高效、公平、安全的基礎設施。多鏈技術生態采用「一主鏈+多應用鏈」協同擴展技術，設計
了一套獨特的多鏈架構，分為多個應用鏈。在這套多鏈架構中，除了MTA的主鏈外還支持多
條並行的應用鏈。不同的主鏈可以采用不同的共識機製，默認的共識機製為 CPoC，開發者
可以通過主鏈提供的接口創建並完成自己節點的部署。

專業交易員為您打理賬戶

頂級量化團隊提供策略

專業團隊服務用戶

開單流程全程真實且透
明公開

按照需求智能分配資金

根據指令自動跟單，下單

比個人盯盤更高效

兼容EA，交易策略組
合多元化

省時省力，每月獲取交
易成績

專業 智能 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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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鏈生態
現有區塊鏈技術在單鏈架構下存在性能、容量、隱私、隔離性、擴展上的瓶頸。某些應用在單
鏈上無法完整實現，需要在多鏈架構下的可擴展性、隔離性、高性能、 互操作等特性的幫助
下實現。多鏈架構：

· Main Chain：是多鏈生態系統的基礎，作用是生成隨機數，保存驗證節點相關信息，管理
驗證節點，追蹤應用鏈區塊。 

· Work Chains：擁有自己獨立的狀態與業務邏輯，共享中繼鏈提供的安全性。每個平行鏈
都可以根 據不同的業務需求獨立設計自己的架構。平行鏈也會用來並發交易提高擴展性

，其通過連接中繼鏈保證其安全。  

· Bridge：負責連接主鏈和應用鏈，並驗證應用鏈，確保應用鏈的安全並且實現主鏈和應用
鏈之間的通信，通信的內容可以是交易或者任意形式的數據。 跨鏈跨鏈主要包括信息跨
鏈和價值跨鏈兩種應用場景。在區塊鏈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中，鏈與鏈之間的互通性缺失很
大程度限製了區塊鏈的應用空間。

MTA底層以主鏈作為基礎鏈，上層針對相互獨立的子業務分別搭建不同應用鏈的多鏈業務
模型。應用鏈與底層主鏈之間的跨鏈資產互換，在應用鏈上的關鍵信息定時或通過事件觸
發跟主鏈之間進行數據交換，用以達到以主鏈為應用鏈進行背書的目的，同時兼顧了應用
鏈的效率與底層主鏈的公平。 

高性能、多應用
性能上，由於MTA公鏈在保證去中心化的同時不需要繁重的工作量證明，MTA公鏈的速度同
樣極快。MTA公鏈理論速度可達數百萬TPS，交易確認速度僅需�到�秒。除此之外，MTA公鏈
交易的成本是低且可預測的，每單交易的費用僅需�.����美元，因此也吸引了不少飽受高
額gas費痛苦的開發者。

MTA公鏈也是一種綠色環保的公鏈，其每筆交易所需能源僅為�.�����千瓦時。在區塊鏈愈
發因龐大的耗能遭到來自政府、企業和民間人士擔憂的背景下，其對能源的低依賴度也代
表了巨大的發展潛力。得益於以上優勢，MTA公鏈目前的交易量已經達到了日���~���萬筆

，總交易量超過��億筆，遠超其他公鏈。

應用上，MTA公鏈支持多條並行的應用鏈，主要涉足供應鏈、醫療、傳媒、金融、遊戲、能源等
各個領域的應用生態，是最適合企業級別應用的高性能公鏈。可以應用在金融系統OS以及
社會管理系統OS上面。MTA公鏈還可以讓第三方在MTA公鏈上建立屬於自己的原生區塊鏈

，是一種鏈上加鏈的形式。不難看出，MTA公鏈可以包容任何區塊鏈，無論是原生還是陌生，
私鏈亦或公鏈。加上跨鏈交流功能，MTA公鏈構建的是一個十分龐大的區塊鏈應用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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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續生態體系

作為面向多元應用的跟單交易系統，MTX交易所將為更多接入方開發區塊鏈底層 API，實現
多應用場景對接和數字資產疊加，構建一套能夠對接更多數字資產的橋梁式的應用平臺。

通過MTA公鏈打造元宇宙的底層系統及運行網絡，DAO是整個元宇宙的運行系統及治理系
統，所有持有MTT平臺幣的用戶共同維護元宇宙的日常運作，錢包作為用戶入口，MTX交易
所是人與人之間交易的窗口，用戶可以通過錢包或交易所進行數字資產管理、量化基金以
及購買DeFi產品。

合約資管跟單、量化交易、聯合做市值是MTX交易所的利益來源，也是整個生態關鍵的造血
機製之一：

· 應用廣的公鏈底層系統 · DAO、元宇宙治理系統 
· DeFi、量化基金、錢包持續造血 · 平臺幣MTT幣值管理
· 智能PAMM跟單系統

可持續、自循環的MTX金融生態是平臺發展壯大的根本，也是項目能夠長久運營的原因。
METAX始終致力於打造數字資產流通的多元化國際金融生態體系，為所有用戶提供多元化
金融服務。

多元化DeFi產品
鏈接全球交易API

METAX
元宇宙

全球性鏈上
虛擬商業世界

DAO
去中心化自治組織

數字資產管理
理財增值、投資管理

METAX錢包
交易、支付、存儲

量化基金
智能化投資策略

MTX交易所
量化交易、理財、兌換

平臺幣MTT
生態唯一通證

MTA公鏈
超級綠色公鏈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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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臺通證MTT
METAX的生態將以MTT通證作為流通工具，可以在內部用戶賬號之間互轉。MTT主要用於
MTX交易所的平臺交易，諸如跟單、兌換等，MTX交易所的所有交易都以MTT結算，MTT可
閃兌USDT，閃兌手續費�‰，撤單提現手續費�%。

MTT是MTX平臺價值傳遞的革命性創造。MTT天然地結合了三種屬性∶金融屬性，即可以
使用MTT購買某種金融產品或服務；分紅屬性，即通過持有MTT而獲得金融生態價值提升
帶來的收益；流通屬性，即可以通過交易MTT而實現不同權益的流通和兌換。

�.�使用機製

· 手續費折扣：使用MTT購買VIP等級，不同等級的VIP享有不同的手續費折扣，最高可獲得
�折交易手續費率優惠。

· 流動性保證：每個季度，MTT數字貨幣交易所將用當季實收手續費的 ��%在流通市場購
買MTT，購得的MTT全部計提用戶保護基金, 用於平臺突發風險時對平臺用戶進行先行
賠付，保護用戶權益。

· 法幣交易區認證商家保證金：使用MTT充當保證金，成為法幣交易認證商家，獲得專屬認
證標識、一對一客戶服務。

· 作為未來METAX金融體系內的結算用、清算用、流動性用代幣。
· 去中心化交易「燃料」：未來，MTT也將會是MTT資產交易所去中心化鏈上交易平臺的燃料

。使用MTT去中心化交易平臺時，需要用MTT。

�.� 價值前景
MTT可以將整個METAX金融生態鏈的價值連接在一起，能充分調動生態鏈中每一個節點的
主觀能動性，既保證了每個持有者的個體利益，又實現了生態鏈內的價值流動，還可以推動
整個生態的不斷發展。

MTT定位全球金融生態的通用通證，通過區塊鏈去中心化和Token價值經濟對於整個金融
產業的價值。METAX並不是現有中心化產業的巨頭也不會阻礙任何產業鏈中主體的壯大，
只是建立一套共識機製保證整個生態的去中心化和價值傳遞。

MTT助力DeFi和DEX充分融合，致力於通過數字貨幣跟單交易、資產管理、量化交易等，最
終實現DeFi+DEX完美融合的生態。它不僅將解決DeFi金融生態的痛點，還會打破中心化交
易所的可持續發展困境，並且在DAO的加持下，為整個DeFi世界引入了無限的可能性。以技
術為基礎，以產品為支撐，重構交易所信任機製，三位一體，共創區塊鏈嶄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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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X團隊有著多年的技術服務、項目運作經驗和管理理念，同時融匯了發達的科技產業
技術和活躍的創新思維，始終以卓越的市場前瞻性和技術創新性推動著互聯網科技產品及
信息共享領域不斷向前發展，構建出科學嚴謹的智能加密金融體系！

Andrew Carnegie  
METAX集團主席
法蘭西科學院榮譽院士
瑞士Transocean公司聯合總裁
曾在瑞士COOP集團工作過多年，曾任公司高級執行副總裁兼首席戰略官，負責企業戰略、
商務拓展等部門，並推動COOP集團對於皮克斯動畫、漫威、盧卡斯影業、��世紀福克斯的戰
略合作。其後，Andrew進入迪士尼集團擔任消費者與國際業務董事長期間，工作期間迪士
尼流媒體服務Disney全球付費訂閱用戶數現已突破����萬。Andrew還負責過Hulu、
ESPN+和Hotstar等流媒體服務，以及國際運營、全球內容和廣告銷售業務，在行業贏得了
良好聲譽。

Miro Kolesar  CEO
畢業於美國明德學院（Middlebury College），專業是金融管理。在加盟METAX之前，他長期
在麥肯錫的新加坡、香港和臺北公司工作，曾擔任麥肯錫大中華地區董事，曾歷任法商百利
達銀行臺灣市場各分行副總經理，法國巴黎銀行大中華區負責人。����年至����年�月任
臺新金融控股公司首席運營執行官。Henry尤其擅長以國際化的專業團隊，全力構建領先的
業務創新平臺和先進的商業模式，促進金融領域的技術、模式創新與應用，以進一步深化
METAX金融科技的戰略發展與落實。

Paul Yang  CTO
PPaul曾是 R� Capital Partners 的副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曾擔任美國財政部借款委員會副
主席和成員，以及美聯儲金融市場投資咨詢委員會成員，任職於Alphabet/Google 投資咨
詢委員會和瑞銀研究咨詢委員會，是貝萊德基金會、特殊外科醫院顧問委員會以及紐瓦克
和埃塞克斯郡老大哥/大姐妹理事會的成員。Paul在基本固定收益、全球配置投資等業務領
域擁有��多年的豐富經驗，為無數投資人創造過遠超業內的收益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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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年

市場調研以及算法研究
理論驗證及系統可行性分析

METAX集團成立
系統設計及實驗驗證 

產品設計、公鏈對接開發、共識機製創新 
公鏈開發

元宇宙理論研究

索引服務器升級
METAX�.�開發 

METAX�.�白皮書發布 

基於METAX�.�商業應用層的開放
推動公鏈存儲和搜索業務商業化進程

Q�

Q�

Q�

Q�

���� 年

索引服務器集群搭建及測試 
布局全球最大的算力網絡 
主網錢包測試完成 
官網與搜索網站測試完成 
公鏈開發完成
MTX交易所上線

項目白皮書發布 
官網與搜索網站上線試運營
機構/社區的生態接入 
支付通道/存儲網絡的形成

開始內部測試挖礦
錢包上線
量化基金開跑

項目應用全面開放
MTT上線交易所，應用落地

Q�

Q�

Q�

Q�



該文檔只用於傳達信息之用途，並不構成買賣MTT股份或證券的相關意見。任何類似的提議或征價將在一個
可信任的條款下並在可應用的證券法和其它相關法律允許下進行，以上信息或分析不構成投資決策，或具體
建議。本文檔不構成任何關於證券形式的投資建議，投資意向或教唆投資。本文檔不組成也不理解為提供任何
買賣行為，或任何邀請買賣任何形式證券的行為，也不是任何形式上的合約或者承諾。

MTX基金會將作為獨立的法律主體，全權負責組織團隊來開發、推廣和運營MTX項目。MTX基金會將嚴格按照
所在地法律法規，以恰當方式面向特定人群接受捐贈或私募，並給與MTT幣，出於有法律限製的國家公民或群
體限製，MTT將不在某些國家地區進行公開眾籌或公開募集等行為。

MTX基金會所獲的收入，將由MTX基金會主要用於技術開發、社區建設、市場推廣、商務合作、財務審計等。
MTT依然很有可能會在全世界不同國家受到主管機構的質詢和監管。為了滿足和遵守當地的法律法規，MTX
交易所可能會在有些區域無法提供正常的服務。

MTX明確表示相關意向用戶明確了解MTX平臺的風險，參與者一旦參與即表示了解並接受該項目風險，並願
意個人為此承擔一切相應結果或後果。
�. 市場風險：若加密貨幣市場整體價值被高估，那麽投資風險將加大，參與者可能會對項目的價格增長抱有

較高期望，但這些高期望可能無法實現。
�. 系統性風險：是指不可抗力因素，包括但不限於自然災害政治動蕩等。
�. 監管風險：加密貨幣的交易具有極高不確定性，由於加密貨幣交易領域目前尚缺乏強有力的監管，加密貨

幣存在暴漲暴跌等情況的風險，個人參與者入市後若缺乏經驗，可能難以抵禦市場不穩定所帶來的資產沖
擊與心理壓力。

�. 項目風險：團隊將不遺余力去實現白皮書中提到的目標，現已有較為成熟的商業模型，然而由於行業整體
發展趨勢不可預見，現有的商業模型可能無法與市場需求良好吻合，從而導致營利難以實現。同時，由於本
白皮書可能隨著項目細節的落地進行更新，如果項目更新後的細節未被本計劃參與者及時獲取，參與者因
信息不對稱而認知不足，從而影響到項目的後續發展。

�. 技術風險：本項目基於密碼學算法，密碼學的迅速發展也帶來潛在的被破解風險；區塊鏈、分布式存儲等技
術支撐著核心業務發展，團隊不能完全保證技術的落地；項目更新過程中，可能會發現有漏洞存在，可通過
發布更新的方式進行彌補，但不能保證漏洞所致影響的程度。

�. 駭客攻擊與犯罪風險：在安全性方面，電子代幣具有匿名、難以追溯等特點，易遭到駭客攻擊或被犯罪分子
利用，或可能涉及到非法資產轉移等犯罪行為。

�. 政策風險：目前國際對於區塊鏈項目以及以虛擬通貨方融資的監管政策尚不明確，存在一定的因政策原因
而造成參與者損失的可能性。

�. 未知風險：隨著區塊鏈技術的不斷發展，可能會面臨一些當前無法預料的風險。

本白皮書無任何聲明或保證確保其中所描述或所傳達與本計劃有關的資訊、陳述、意見或其他事項為正確或
完整，亦未對任何具前瞻性或概念性陳述的成果或合理性做出任何聲明或保證，且無聲明與保證之事項不限
於前述事項。

本白皮書中任一處皆不應構成或被視為對未來所作之任何承諾或聲明。在適用法律充分允許的範圍內，任何
人按照本白皮書行動而因此產生或有相關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時，不論其是否系屬疏忽、默認或註意不足，我們
不會對該等損失或損害賠償或負任何責任。

請參與者在參與之前，充分了解團隊背景、整體框架，理性參與。

METAX集團有權隨時修正與變更本白皮書之內容。

免責聲明 


